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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據時期台灣民間信仰的發展

陳 秀 蓉

一

 
、

「民間信仰」並沒有明確的概念及定義 ,一般而言 ,只是對比於有系統的宗

教而言 ,它沒有創教的教主 、沒有既定的儀式及教義經典 ,僅自然發生於民間 ,

經過長久時間的傳承而流傳 一。所以 「民間信仰」是經長久時間流傳而形成的 ,

不但沒有教主 、經典 、既定儀式 .就連 「宣教的管道」也沒有 ,於是造成民間信

仰通常與當地的居民生活結合在一起 ,形成一種 「文化現象」 ,是由信徒自己認

同而構成
2。

而關於台灣民間信仰的範圍 ,根據林美容對 「台灣民間信仰」的定

義 ,「指台灣漢人之所有超自然信仰以及與超自然信仰有關的思想 、儀式 、組

織 、活動 、事務等 。」.事實上 ,許多學者對台灣民間信仰的定義各不相同 ,有

些學者也將除漢人以外族群 (例如 :平埔族 、原住民 )的信仰也列入 ,但此種定

義範圍過大 ,非筆者所能兼顧及探討 ,所以本文僅依林美容的定義 ,將台灣的民

間信仰視台灣漢人的民間信仰 。

在日據時期總督府宗教政策下 ,台灣的民間信仰逐漸脫離了閩粵袓籍地的信

仰色彩 ,並且隨著社會變遷 ;「 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影響了傳統台灣民間信仰 ,

呈現不同的發展情形 ,並因此衍生出不同以往的新面貌 ?

本文可補充 《認識台灣 (歷史篇 )》 第七章日本殖民統治 ‵第八章日治時期

的教育 、學術和社會部分 ,對於 「皇民化運動」下對台灣的民間信仰採取何種政

策及藉著以 「民間信仰」為中心 ,觀察日據時期的社會變遷 :同時因為民間信仰

在日據時期變遷及發展 ,而在戰後呈現另一種型態 。



二 、日據前的台灣.民 間信仰

荷據時期荷入完全為經濟利益而佔台 ,宗教界是其達成目的手段 ,為了開發

台灣內部資源及維持秩序 ,便以宗教教化原住民 ,宣教士與原住民雜居共處 ,學

習原住民語言及習俗而進行傳道 ,甚至lE聖經都翻譯成原住民的語言 ,同時把荷

蘭人的施政方針也加進聖經中4,故
收效頗大 ,而且宣教士的權限 ,包括了傳

教 、教育 、行政及司法權 ,故曾有將四社巫女兩百人放逐的記錄 ,可見其對原住

民崇拜偶像之風極端排斥。但是荷蘭人對原住民的傳教固然成功了 ,對來自中國

大陸的漢人的傳教卻失敗 ,荷蘭人當時曾利用種種手段 ,威脅利誘大陸移民改信

耶穌 ,可是漢人移民們卻都堅信自己固有的宗教。

在明律及清律中 ,除了對儒家擊賢有特別祭典外 ?對於其他民間宗教皆採放

任態度 ,任其自由發展 ;雖然清代偊有廟封創建、重修的紀錄 ,及屢次勸戒淫祀

陋習的記載 :其 目的都在宣揚名教 、移風易俗 ,並無意加以政治控制。以清代為

例 ,清時的台灣 :寺廟儼然是一種村落的自治機關 ,在都市裏就是一種具有權力

與武力的商人行會之自治機關 ,如艋舺的龍山寺 ,就是泉屬晉江、惠安

一

南安三

邑商人行會 「行郊」的自治機關 ,擁有雄厚的財產和強大的武力 ,對官府行政亦

具有影響力 ,在清代時官府常有向寺廟示弱的情況出現
5,可

見清代的寺崩在地

方上擁有龐大的勢力。所以日據前台灣的宗教政策多採消極的管理方式 ,未曾出

現強力控制的情形 ,台灣民間信仰在日據前的發展 ,未曾經歷強大的控制而有明

顯的變遷。

由於台灣在日據之前 ,並無較具體的示教政策 ,所以台灣的民間信仰在日據
前的發展未受控制 ,自 然呈現明顯的混合特性及強烈的移墾色彩。台灣的主要移

民來自中國東南沿海各省 ;所以台灣的民間信仰可以說是閩粵地區民間信仰的延

伸。渡海來台的移民必須經歷海上的風浪之險 ,即使幸運渡過風浪 ,也可能會遭

遇海盜的威脅 ,加上清初政府曾頒佈渡台禁令 ,大批移墾者仍須冒偷渡的風險 ,

於是人為加上自然的障礙 ,使渡台的移墾者必須承受各種困難 ,移民者為確保渡
海過程平安 ,便冀望家鄉神明的保祐 ,但仲像攜帶不易 ,所以習慣將家鄉的香火

帶往台灣。早期移民舉族搬遷者很少 ,多以個別方式渡台 ,在缺乏宗教或家族可
資援引的情況下 ,往往藉同鄉或同村的關係 ,整合成一較大勢力 ,此時原來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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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或同一地欲所供奉的神祇 ,自 然被引為團體整合的象徵 ,如漳州人拜開漳聖

王 、同安人拜保生大帚等
‘,這些祖籍神 ,逐漸成為聚落的保護神 ,在台灣傳統

農村中發揮了極大的整合力量 。移墾者雖平安到達台灣後 ,又須面對瘴癘的折

磨 ,使人們在精神上自然依賴於醫藥之神 ,諸如神農大帚 、保生大帚與瘟神 ,均

於此時來到台灣 ,養成對醫藥神的依賴 。

在移墾社會下 ,以袓籍相同所形成的社會團體是社會上最重要的團體 ,不同

祖籍的人擁有自己的神明 ,形成具有社會功能的 「祭祀圈」 ,而以地方寺廟團體

為聚落的重要據點 。所謂 「祭祀圈」是指為了共神信仰而共同舉行祭祀的居民所

屬的地域單位
7,因此 「祭祀圈」在地方組織行政上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而祭祀

活動是社會團聚的主體 .所以寺廟常成為地方聚落的核心 。這種情況造成日據後

期 ,日 人為徹底實行 「皇民化運動」而破壞地方寺廟 ,希望破壞地方結合的勢力

以利統治 ;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切斷台灣與閩粵地區連繫關係的精神中心 。台灣

民間信仰在此種背景下 ,便發展出其獨有的特性 ,如儒釋道三教混淆 、海神信仰

特盛 、只求靈驗不求神格的功利主義 、多元的社會功能 、及不具排他性而崇拜雜

神與傳說神早。

至於海神信仰特質的產生 ,與台灣的地緣因素有關 ,尤其渡台移墾時須面對

海上風險 ,為求航行平安 ,所以對海神的信仰格外殷切和尊崇 。而台灣民間信仰

的功利主義至今仍十分明顯 ,台灣民間求神通常只問靈驗與否而不問神格 。由於

台灣民間信仰的混雜性 、宗教儀式多樣的特性 ,從 日據時期出版有關台灣民間信

仰的書籍中 ,可以發現日人常將之視為陋習或迷信 。如曾景來在 1938年所出版

的 《台灣宗教 .迷信陋習》 ,在其自序中認為台灣民間信仰是所有迷信陋習的根

源 ,所以在自序末了 ,又再度提醒統治當局應對此加以導正 ,以使教化工作達到

良好的收效 :

島民的年節行事及婚喪喜慶等禮數 ,仍存在著色彩濃厚的迷信陋習 ,而 陋

習之多與傳統信仰有密切關係 ,⋯⋯以徹底皇民化為目標的生活改善 ,以

及迷信 、陋習等的打破 ,必須先對其溫床 ,也就是民間信仰再檢討 。⋯⋯

現在所謂的台灣宗教 ,堪稱是自然崇拜與精露崇拜相混淆的原始宗教 ,其

信仰內容 ,皆屬現實的利己工義者
’
。



146 歷文教育 第三期

三 、總督府對民間信仰的政策

日據初期兵荒馬亂 ,大部份寺廟多被軍隊佔用 ,對於神佛像與嚴物佛具 ,無

所顧忌予以破壞 ,因而導致台灣民眾反感而有礙施政
1U。

在台灣總督府首任總

督樺山資紀所發表的 「治台宣言」中 ,強調對於一般順從的台民 ,皆採綏撫政

策 ;在宗教舊慣信仰方面也是採此態度 ,表示尊重台灣人的固有寺廟 ,並認同宗

教信仰為秩序之本源 ,不容許軍隊繼續破壞寺廟
ll,但

當時局勢未定 ,無從顧

及台人宗教 ,只好任其自然發展 ,任由軍隊破壞 。直到全島政治較上軌道 ,總督

府提出只要不致危害公序良俗 ,對於宗教設施均予公認 ,僅偶有警務上的取締及

財產法上的變動而已 。之後歷任總督所實行的政策也都採安撫 、放任的態度 ,大

致能保持台灣的風俗習慣及寺廟信仰 ,但同時也對於台人寺廟進行調查行動 ,以

利殖民統治 ,明治 笓年 (ls9919月 ,頒佈 <依照舊慣之社寺廟宇等建立廢合手

續 >,規定各寺廟 、齋堂 、神明會等 ,應至地方管轄長官處清楚登記各項資料 ,

如名稱 、地址 、創建年月 、財產等 ,希望對於台人寺廟的建置能有所瞭解 ,但未

有良好成果 。但總督府為了鞏固其統治的基礎 ,必須對於異民族的習慣和社會制

度有所瞭解 ,故在明治 鉼年 (19Ul)成立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 ,對台灣舊慣

進行調查
l2,結

果認為在台灣的佛 、道教墮落的情形相當嚴重 ,幾乎已至不足

信賴的地步 ,尤其是宗教的佈教者如僧侶 、道士素質不良 ,更是不堪信任
l3。

至於此時日本採放任態度的原因 ,蔡錦堂認為此與台灣的殖民地性格的決定

有關 ,意指日本統治台灣的重點在朝資本主義發展 ,偏重於經濟利益的取得 ,所

以對其他方面採取較放任的態度 ;此外 ,也與後藤新平的 「舊慣溫存」政策有

關 ,所以在宗教方面 ,對台灣傳統宗教採取溫和的放任態度M。 失內蒝忠雄在
《日本帚國主義下的台灣》書中提及 :

日本佔領台灣的結果 ,雖在政治 、資本及教育上 ,壓倒並驅逐 了台灣原來

的勢力及外國的勢力 ;惟有關於宗教 ,日 本人的活動不甚振奮 ;對於台灣

人原來的寺廟信仰友外國基督教室教師的傳道幾乎完全不能染指 :在佔領

台灣後 ,日 本的神佛教及基督教雖與之俱來 ,但僅與住在台灣的日本人發

生關係 ,即其活動並不影響台灣人及先住民
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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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內原認為日本經營台灣 ,在經濟 、政治等方面都有相當的強勢 ,且有成

效 ,但卻難以在宗教上排除原來的勢力 ,成功控制台民 ,應該與日據初期日本政

府對台灣宗教採取放任的態度有關 。

直至大正初期 ,發生許多大規模武裝抗日事件皆與宗教寺廟有關 ,如大正元

年 (191砂 的林圯埔事件 、大正 4年 (1915)的西來庵事件等 。事件平息後 :管理

當局深覺寺廟調查工作不可忽視 ,便著手進行宗教調查
㏑ ,但後來因台灣宗教

情況至為複雜且準備期間短促 ,導致結果不彰 ,大正 5年 (1916)便告一段落 ;之

後又以學校教員及當地警察為調察員 ,但因調查員學識較低 ,調查項目取捨繁簡

不一 ,填表記載也參差不齊 ,故也未達預期的效果 :接著又頒佈 「依照本島舊慣

寺廟之設立廢合辦理案」,由民政長官通飭各廳長 ,對於寺廟之建置逐漸加以限

制 ,於是寺廟調查已有雛型 。大正 6年 (1917),在各廳設置專辦宗教事務人員 ,

繼續進行調查 ,大正 6年 (1918)陸續編訂 《寺廟台帳》 (寺廟登記簿 )、 《寺廟

調查書》 、《神明會祭祀公業台帳》 ;大正 8年 (1919),由總督府編修官丸井圭

治郎整理成 《台灣宗教調查報告書》 ,其內容以探討台灣民間宗教為主 ,此份報

告書內容豐富 ,故成為日後宗教調查的範本 。

在進行各次宗教調查後 ,總督府對台人寺廟的控制便有所依據 ,並下令將

《寺廟台帳》列入永久保存的重要檔案 ,嚴飭下級機關 ,經常注意動態以切實力

行 ,且於大正 8年 (1991)11月 ,由民政長官通飭 「宗教台帳異動報告辦理案」 ,

所以調查份量遞年增加 ,至 日據末期 ,裝訂成冊者 ,竟達六十大朋以上 ,充分發

揮殖民政府的控制力η
。大正 l1年 (1呢2× 月 ,由總務長官通飭各州知事 「教

務所 、說教所、寺廟之設立廢合等辦理案」,規定將來准予設立時 ,事先應慎重

調查 ,避免浮濫。大正7年 ,設置 「社寺課」成為監督台灣民間宗教的單位 :又

設 「南瀛佛教會二,對台灣民間宗教進行監督、指導 ,成為日本政府對於台人宗

教限制取締的民間組織 ;同時日本政府蓄意傳入其本國之佛教 ,大正 14年 (l兜5)

頒佈 「任日本人僧侶為本舊慣寺廟、齋堂之住持或堂主一案」,之後便經常推薦

日人僧侶擔任台灣寺廟的住持或堂主 ,以為抵制台人寺廟與齋堂的強有力措施 ,

同時監視控制台人宗教。

日本當局對台灣宗教的控制 ,採取漸進而深入的方式 ,直到戰事擴大 ,開始

進行彈壓手段 ,嚴格取締 :同時也積極進行教化運動 ,配合 「皇民化運動」而有



相關的控制宗教措施 :例如 「部落振興運動」、昭和 9年召開 「台灣社會教化協

議會」、昭和 11年有 「民風作興運動」 ,然後進入 「皇民化運動」、「皇民奉

公運動」 ,其運動的精神中樞 ,著重於宗教政策的施行 ,掌握台灣人的宗教信

仰 ,以達到徹底的皇民化。隨著教化運動的展開 ,建造神社 ,奉祀大麻的政策愈

受重視 :愈強調神社崇敬等敬神思想的普及以求徹底同化 ,於是便開始提出要求

改善台灣民間的宗教 、寺廟 、演劇及講古等方面的政策 ,日人視台灣的民間信仰

為迷信及陋習 ,如破除有關地理師、巫覡、術士等迷信 ,改善童養媳 、殯殮 、啼

哭等陋習 1s。
昭和9年 ,總督府確立 「一街庄一社」的政策 ,即每一街 、每一

庄均須建造一座神社的方針 ,希望將神社塑造成地方教化的中心 P取代以往寺廟

的功能。台灣社會教化傳統上以寺廟為主 ,社區活動或談天、休息、公布社區事

情等都是以寺廟為中心 ,以大正4年的統計數字來看 ,當時全台灣漢人人口數約

為MUUUUU人 1’ ,當時台灣共有寺廟宗祠約 llφU座 2U,亦
即每3UU人左右就擁

有祠宇一間 ,其比率相當高 ,更可見寺廟在漢人社會中的重要性 ,神社若要取代

寺廟的這些功能 ,勢必就要將寺廟打倒 ,於是後續就有所謂 「寺廟整理運動」 ,

在家庭中則希望使神棚和大麻成為家庭的精神中心 ,所以便有 「正廳改善運動」。
而 1938年進行 「寺廟整理運動」,所訂之寺廟整理原則中 ,內容包含寺廟

的合併 、拆除、神佛像的撤除、合祀 、燒毀的工作 ;對於佛教寺院迫令其分別依

附於日本佛教之各宗派 ;對於通俗寺廟則要求寺廟以全廢為原則 、祀神須改為純

正佛教或儒教之神佛 ,又強迫其將廟宇屋脊兩角拆除 ,改建為日式殿堂 :至於神

佛像 ,土塑者予以摧毀 ,木雕者除部份送往政府研究單位典藏外 ,大部份予以燒

毀:l,美其名為 「寺廟諸神升天」。推究 「寺廟整理」的原因 ,根據宮崎直勝

的說法 :是寺廟信仰阻礙本島文化向上、違反國民精神 ‵阻礙建康社會思想的發
展 :在宮崎直勝所提出的理由中 ,一再強調寺廟信低的低俗性格阻礙台灣的發
展 ,但事實上 ,寺廟整理是小林總督的皇民化政策之一 ,其形成原因當然不僅是

針對寺廟的特質 ,而是因應整個局勢與宗教政策的改變所造成的φ 。但是 「寺

廟整理」的推行 ,在中央和地方有不同申作法 ,因總督府沒有提出整理的方針 ,

因此各地狀況不同 ,當時以中壢郡執行最力 ,但是廢廟行動在中壢實施後 ,立刻
引起民心不安 ,在台日籍僧侶及學者都不主張採取此強迫手段 ,於是透過國會議
員在帝國會議向政府提出質詢∞

。但總督府則以皇民化運動讓台灣人精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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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為歷任台灣總督努力的目標 ,陋習之打破為皇民化運動之一環 ,寺廟與迷信邪

教相依附 ,整理有助於陋習之改良 ,所以未停止整理的趨勢。

《台灣日日新報》裡報導一段焚燒台人祖先牌位的情形 ,可以瞭解當時官方

的態度及立場 ,日 本人視台人祭祀祖先牌位之舉為陋習、浪費且不衛生 ,視燒毀

牌位為理所當然 ,甚至民間信仰的神佛像與掛軸等亦難逃撤除或燒毀的噩運。在

燒毀祖先牌位及神像後 ,要求台灣所有家庭都奉祀神宮大麻 ,並強調必須安置於

廳堂 ,使之成為家庭精神生活的中心 ,台灣民間信仰及習俗於是受到打擊。

但 「寺廟整理」最後消失於無形 ,因整理結果造成台人強烈反彈及日本佛教

宗派抗議 ,加上英美兩國以台灣為例 ,向東南亞各國宣傳 :若被日本攻佔 ,信奉

基督教 、回教及華人傳統信仰者 ,必受宗教壓迫 ,強迫建立日本神社
留

。於是

在各方壓力之下 ,日 本首相東條英磯只好公開宣布 「尊重友邦固有宗教」政策 ,

台灣總督府在國家政策的轉向下 ,廢毀寺廟事件暫告停止 ,只好計畫採取漸進的

「淨化台灣宗教方針」,要求對民間宗教樹立正確的理念與瞭解 、轉導台灣民間

宗教朝向日本國家神道及確立國家精神中心的神社巧
。但這些理念方案在計畫

階段中 ,日 本就以忙於戰事 ,至日本戰敗 ,這些較綏和的方案未熊實施。

台灣人家庭廳堂之中心除了安置 「神棚」奉祀 「神宮大麻」外 ,並勸導民眾

將祖先牌位更換為以 「皇民始祖」為主軸的袓靈舍 ,配合皇室之春秋靈祭 ,行神

道式之祖靈祭祀 ,由此更可見其改造台灣人的精神結構的居心。直到中日戰爭結

束 ,台灣的傳統以神佛道為主的民間信仰的精神生活樣式 ,至少在 「外表」已被

日本神道的生活樣式所取代。

四 、社會生活的轉變與民間信仰

馬若孟 (RUmUnMyers)曾利用 19U5年的舊慣調查會經資報告資料算出 ,一

個擁有兩甲地的茶農 ,幾乎全部收入都用在吃的上面 ,稍微寬裕些的農夫 ,有

稱%的收入都用在吃的上面 :39%花在拜拜 、廳酬 、冠婚喪祭等禮儀活動上 :

穿 、住各佔 3%;教育佔 U.5%:交通佔9%:其他佔 5.5%%。 可見農民很願意

花錢在宗教祭祀上 ,因為無論生活情況如何都須要拜神 、謝神 ,所以一年裡 ,農

民的生活以各種神明的祭典為主軸 ,更可見 「迎神賽會」活動對民眾的意義及重



要性 。宋光宇認為在日據時期 ,由於現代化商業習慣的傳入及商業體系的建立 ,

商人為了拓展商品的銷售管道 ,促成迎神活動 「變質」 ,使迎神活動與商業發展

中目車甫本目厄戈
27 

。

透過 《台灣日日新報》上對迎神情況的描寫可以發現 ,諸多迎神活動 ,如媽

袓遶境 、城隍誕辰等 ,常出現摩肩擦踵的盛況 ,這可能與當時交通較便利 ,吸引

周遭鄉鎮地區的民眾前來 ,所以會比以往的迎神活動更熱鬧 ;況且各商家刻意創

造 「盛況」 ,常會邀請官方人員 、同業或相關業者參與盛事 ,故祭典規模更大 :

台北茶商鋪家金協和媽祖逸境 。⋯⋯沿道觀客 ,甚形擁擠 ,康莊大街 ,幾

至肩肩相摩 。蓋例年稀見之盛況也 。⋯⋯東邀主要官民 ,同 紫者及茶紫關

係者 ,于 自宅Fi9祝 宴
璐

。

趙祐志在 《日據時期台灣商工會的發展》中提到 ,當時商工會常以許多方式

進行商品推廣販賣 ,其中一種策略是藉 「廟會」人潮 ,舉辦
「
廟會聯合特賣會」

以推銷商品 ,廟會原由地方鄉紳主辦 ,但商工會成員發現舉辦廟會有 「振興市

況」的功能 ,所以商工會的角色逐漸成為主辦者 ,更成為地方小傳統文化的主要

贊助者 2’

。商人在迎神賽會活動裡 ,扮演幕後資助者的角色 ,被視為理所當然

的慣例 ,於是他們在活動中推出各種廣告花招 ,利用廣告看板 ,藝閣遊行活動五

光十色 ,花招百出 ,宛如今日 「花車遊行」 ,其方式是由各類商團個自準備 「藝

閣」供人觀看 ,組成隊伍以壯大聲勢 ,藉此吸引更多民眾前來 ,活絡商機 :

新竹街 (並 )五 十三庄主催之三朝 ,酬恩福醮 ,開 經焦款⋯⋯ 。更擬恭迎

觀音 、城隍 、媽祖 、東嶽大帝諸神佛繞境 。其行列有米毅商回 、生魚商

田 、藥種商田⋯⋯飲食商國、銀紙商田等共三十餘田 ,著手準備蜈蚣閣 、

詩意閣等 ,屆 日要在竹蓮寺日取齋 ,然後依定路關巡迴各街庄∞
。

在建醮活動方面 ,也少不了有商業集團贊助 ,在商團相互協議之下 ,分別提

供各醮 「柱首」 ,藉此宣傳
「
企業形象」 :

基隆市慶安宮 。本年舊七月二十六日蘭盆盛會 。⋯⋯昨集有志 。在該廟協

定主會柱首林振興商行 。主醮柱首新吉發商行 ,主埋柱首三陽公司與基源

商行⋯⋯ 31。

在市況蕭條時 ,更需要聯合地區內各個行業的商團 ,舉辦大型的迎神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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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來不但可請神明保佑生意興隆 ,更可以在實際行動上創造商機 。因為一般民眾

平時少有時間上街採購手品 ,常利用參觀廟會時 ,趁便購買用品 ,商人在活動中

促銷商品 。這種例子經常可見 ,商人並且相信在迎神活動過後 ,確實已使市況轉

佳 ,故樂此不疲
笓

。

各村庄男女前來晉香 ,順便赴市上購買雜物 ,門 市生意烏之一振 古自北港

朝天宮落成以來 ,至今已歷三年 ,不再南來 。者番臺南諸商店以過來市況

蕭條 ,有協議於舊歷三月間 ,向 北港請迎天后 ,以 圖恢復市況 。聞贊成甚

多 ,不 日將簽舉要本 ,赴北港與董事爐主交涉η 。

在迎神活動 日漸增多的同時 ,社會上也出現了批評檢討之聲 ,《 台灣民報》

上常出現所謂 「維新會」 、「青年會」宣傳改正迷信的觀念 ,並在迎神會場散發

傳單 ,希望民眾停止迎神活動 ,並認為官方單位不取締此活動 ,是︸種愚民政策

的表現 ,急呼台灣民眾要自覺 ,有篇檢討贊成迎神與反迎神的報導 ,其大意為 :

贊成迎神者的理由不外是要利用迎神賺錢 ,如 自動車 、人力車 、旅館 、飲食店都

可以發大財 ,所以藉迎神機會 ,以恢復沉滯不振的市況 ,得以吸收附近村落的金

錢 ;而反對迎神的理由是 ,認為盛夏的迎神活動不僅有礙衛生 ,對於站在藝閣上

「雛妓」也不人道 ,況在迎神所花費用與所得利益相較 ,實在有損無益 ,只會使

市井小民痛苦 ,所以批評迎神風俗竟更較往年熱鬧
田 °可見在諸商家努力以迎

神活動振興市況的同時 .總督府的態度似乎也是有些搖擺不定 ,因為常有地方官

員參加各項祭典的紀錄 ,而另一方面卻發現總督府頒佈各項取締的條文 ,台人知

識份子才會對此大加撻伐 ;而社會上也公認迎神活動的進行 ,早因商人贊助而帶

有十分濃厚的商業色彩 ,參加民眾目的已不同以往單純的宗教目的 ,更想藉參加

活動購買物品 ,台灣民間信仰的儀式因此熔出商業特色 。

台灣民間信仰在日據時期商業系統之下 ,已經在外在儀式上有前所未見的變

化 。此外交通系統 、電力應用的發展也間接影響了民間信仰的發展 ,如交通便利

促成各地廟宇互相合作 ,協調迎神遶境 ,民眾也因交通便利 ,願意至他地朝拜神

明 ,或參加大型迎神賽會活動 :而電力使用則出現在迎神隊伍的廣告上 ,使迎神

活動更多采多姿 。在日據時期社會逐漸 「近代化」的影響之下 ,使原本已具 「功

利特質」的台灣民間信仰 ,呈現更明顯 、實際的功利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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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據之前 ,台灣的民間信仰裡一直就有迎神除疫的習俗 。台灣的自然環境

導致疫癘橫行 ,民眾面對流行惡疾無力解決 ,只有求助神明 ,另一方面則認為疫

癘乃是神明發怒故降禍給人 ,但不管是何想法 ,民眾皆希望以神明的力量來消葞

災禍 ,故常有迎奉各種 「保健」性質的神明的活動 ,如保生大帚 、媽袓甚至城隍

等迎神遶境活動 。當時民眾驅逐疫氣的方法有很多種 ,如造塔 ,此種
「
造塔」習

俗由來以久 :

古來台俗 ,在於端午節 ,童仔相聚集合民片 ,於路旁製作三五層之小塔做

為遊戲 ,然而近來其風漸漸移至大人 ,且將此用至除疫之方法 ,凡若於流

行疫症 ,民 間平常集合做塔 ,希望以資消除疫癘 ,如今此種牢俗復原亦有

欲罷不能者
“

。

至此之後 ,每發生疫病 ,眾人皆循舊慣迎神 ,一但無功效 ,就採 「造塔」的方式

驅疫 :

造塔之習俗 ,起 自甲中年疫氣流行之際 。台人初不知有消毒之法 ,因 仗神

驅逐 ,而猶不能遽減 ;乃 在舺龍山寺口 ,雕造兩座磚塔 ,依七層之模樣 ,

名曰 「太平賓塔」。..⋯.厥 後 ,如遇天氣不順 ,亦有造﹏成一條之俗例 。

例及去年 ,疫症發生 ,新舊街先行倡造
“

。

日據初期 ,總督府不但已注意到台人迎神驅疫的風氣 ,並持批評的態度 ,但

重點放在迎神的花費過多上 :

臺地風俗最好迎神賽會 ,蚓 當天時不順 ,人口不安之秋 ,好事者愈藉拓構

上下神祇 ,以為驅除疫厲之舉 ,踵事增華 ,此唱彼和 ,雖庫廢多金 ,而 赤

有所不惜也 3’ t

這種批評迎神除疫的觀點 ,可能與日據初期對衛生防疫的推廣態度 ,採取較

軟性的勸導方式 ,未注意到迎神除疫習慣對防疫措施或公共衛生有影響 。以新庄

街為例 ,日 據初期曾因花費過多而停辦迎神普渡活動 ,但三年後 ,該地發生瘟

疫 ,又使許多人死亡 ,造成民眾抱怨 ,認為此為神靈發怒 ,降禍給新庄街民 ,之

後地方商紳商議再次舉行迎神普渡活動 ,才使怨氣稍息 。可見當時民眾仍深信迎

神驅疫的功能 ,即使政府宣導普渡乃浪費的行為 ,一旦疫病再生便文尋求神蠱幫

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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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庄街為臺北中最早建置該街廟宇較稻艋尤多 ,從前天后宮每逢舊歷 (

曆 )⋯⋯ ,臨時廷僧法宣讀緝懺 ,普施孤魂 ,需 費亦正不少。自全島隸入

版圖兩處不作盆蘭盛會已三年矣 ,適今春疫氣盛行 ,死亡者眾 ,莫 不紛紛

怨議 ,謂他街有慶讚中元 ,惟我新庄獨否 ,是以觸怒會釀成疫患云云 ,謠

傳至街長紳者再為相商現已議定仍循舊例依期舉行 ,而與言稍息
銘 °

由以上的例子可知 ,日 據初期民眾對迎神驅疫的功能仍深信不疑 ,要求停止

迎神活動 ,反而造成民怨 。有時更會出現迎某位神驅疫無用 ,便想 「另謀高就」 ,

邀迎他處 「法力」更高的神明壓陣 ,更顯示了台灣民間信仰特質中的 「功利性」 :

如明治 ㄆ年6月 的大稻埕 ,其居民受鼠疫所苦 ,以往履次迎奉當地的霞海城隍

和保生大帝 ,但卻未見疫病消卻 ,有人提議奉迎北部地區最顯靈的關渡媽祖 ,結

果效果顯著 ,讓當地的居民更深信迎神的功效 ,再舉行更大規模的謝神活動 ,因

為即使當地區域性的神明驅疫無效 ,轉而奉迎他處的神明前來遶境仍然可以達到

功效 ,另
一

方面 ,也表示此時已逐漸打破以往只侷限於奉迎區域神明的習慣 ,擴

大了信仰崇拜的地域限制 :

稻之枋寮街 ,當疫病猖狂之際 ,居 民日擊心驚 ,恆烏祈天構件之謀 ,而病

魔竟悠悠然如是 。是時 ,有倡迎關渡媽祖 ,以時當顯嚇 ,欲藉以鎮撫也 。

乃媽祖至 ,道逢疫症稍疏 ,迷以果然靈目之 。而隆記街一帶 ,迷有布其後

塵者 。高結神壇 ,迎神像於此 。一時演戲數十檯 。何信本之益深 ?3’

台灣總督府治台經過幾年之後 ,開始重視並策劃衛生防疫系統的建立 ,在建

立衛生防疫體系之初 ,遭遇台灣民眾因固守傳統觀念及習俗 .所以對於官方的政

策持懷疑 、排斥的態度 ,於是民眾的傳統觀念成為防疫工作推展的最大阻力呷

。總督府起初無法完全改變台人迎神驅疫的習慣 ,所以只好先採勸導的方式 ,

但是在接受現況的同時 ,總督府也考慮人潮帶來疫病的傳染問題 :所以在接受民

眾迎神活動的同時 ,採用敬神前先清洗手足的觀念 ,進行消毒工作以預防傳染 :

順勢推廣衛生觀念 :

該管交署曾許所請 ,而猶念各地疫病 ,易 於流傳 ,必思其法﹏外預防之諸

神刻以此意 。宜於賽會之款 ,抽 出四十金 ,備 買藥水 ,盛 多於街口。俾入

街者滌渥手足 ,靖 盡穢氣 ,則可揭其傳染 。各紳無不俯首而從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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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至日據中期 ,總督府各方面的統治已上軌道 ,衛生觀念推行已久及公共衛

生體系已建立 ,於是總督府對迎神採較強硬的處理方式 ,基於 「衛生」考量 ,擔

心迎神活動因眾集人潮 ,容易導致傳染情況加重 ,故下令迎神活動無限延期 ,視

情況再行迎神 ,可見總督府的態度轉變 ,故發生 「衛生」的原因而對民間迎神活

動有所干涉的案例 :

基隆城隍逸境 ,照例年烏舊八月十六日⋯⋯萬華發生虎列拉又受當道注

意 ,以 一時迎神關熱 ,而 四方觀客 ,紛至沓來 ,難係無傳染之虞 ,以是洪

定無期延期 ,待疫氣熄滅 ,然後 卜期舉行
佗 °

但有時也會出現迎神 「無用」的案例 ,在迎神過後數日 ,發生更嚴重的傳染

後果 ,報紙於是藉此提出迎神無益的評論 :

稻江鼠疫時起時報 ,⋯ ...,因 見各地皆藉9.m(關 )渡媽祖 ,以為護身符 。

遜於數日前 ,一連恭迓三天 ,白 以為必護神佑矣 。不謂事甫畢 ,鼠疫即大

起 。而李厝街尤慘不可言 。⋯⋯吁 !彼以觀 (關 )渡媽祖烏談身符 ,而鄙

清潔為多事者 ,是亦以悟矣
仍 °

同時 ,在以台灣知識份子為主的 《台灣民報》上 ,不斷出現反對台人迎神陋

習的言論 ,並且大力稱讚由於日本對台施行的衛生政策成功 ,使民眾動輒迎神驅

疫的習慣有所修正 :

日本領台之前 ,台 潛人的衛生思想很幼稚 ,各地的衛生設施也沒什麼可觀

的 ,一遇到寒熱症 、時氣病的流行便束手無策因此動不動就請媽祖 、迎工

爺 ,道不但無益反到助病毒傳染⋯⋯現在回顧總督府三中年間治台政績 ,

自頭至尾 ,使我們最為稱讚的便是衛生的設施“
。

當時台灣的知識份子對於日人對台施行的衛生政策給予肯定 ,認為衛生政策

已使台灣民眾改變了迎神逐疫的陋習 。范燕狄檢討日據時期衛生系統的建立 ,對

台灣文化及社會造成種種影響 ,其中也提及民眾衛生觀念的改變 ,間接使台民的

傳統驅疫觀念及儀式改變 :

192U年代 ,依據 日人封南部地方衛生概況之觀察指出 ,一般衛生觀念隨

教育普及漸次改進 ,個人衛生方面 ,向來台人罹病不求醫診療而仰賴神籤

之迷信 .此一習氣逐漸消除 ,呈現較羞於求神問 卜之趨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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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衛生防疫體系的建立 ,因傳染病而死亡的入數減少 ,民眾對傳染病也知

道正確的處理方式 ,於是迎神驅疫活動的頻率減少 ,這不表示民眾已經減低了對

各種神明的依賴 ,只是這種崇拜與依賴已經以另一種不同的樣式出現 。於是原來

屬於除疫性質的神明 ,或瘟神性質的王爺 ,民眾賦與的功能開始轉變或甚至增

加 ,不再單屬 「保健 」的神明 ,劉枝萬觀察台南西港的瘟神祭典 ,發現在日據時

期 ,「 王爺 」的功能因當時衛生環境改善而有變化 :

由於民智漸開 ,始悟疫區建醮 ,放流王船 ,到處漂著 ,傳播病菌 ,助長疲

癘沒延 ,永無止境 ,深 兌前非 ,乃 將此一放神船之陋習 ,予 以廢止⋯⋯加

以日怎封改善環境衛生 ,不 遼餘力 ,至 日據中葉以降 ,惡疫睡告絕跡 ,以

致不必再烏瘟疫發生而臨時建醮 。然而瘟神之功能 ,在其演化過程 ,既成

為係境安民乃至萬能之神 ,人民封其需求 ,無所不至 ,因 此 ,廟 宇致 日 ,

反而扶搖直上 ,速居全台各種廟宇之首位
砳

。

隨著總督府對衛生政策態度的轉變 ,台灣民間信仰也受其變遷影響 ,因為公

共衛生的條件的改善而產生內部的變化 ,這恐怕是台灣總督府行施衛生政策所始

料未及的 。

五 、各類寺廟地位的升降一 寺廟數量的分析

日據時期宗教政策對台灣民間信仰的影響很難提出具體說明 ,故只能根據寺

廟數量的統計資料來分析 ,由各類寺廟數量的升降現象 ,來判斷其受影響的結果

(如附圖一 、二
η

)。 兩圖所採的資料是根據日據時期 191S、 193U年的寺廟調

查資料 ,配合 196U年的寺廟調查 ,所構成的統計圖 。日據前的台灣民間信仰被

視為閩粵地區信仰的連繫系統 ,以垂直的方式來看 ,日據時期為明清時期與光復

後兩期間的過渡期 ,余光弘曾以寺廟調查資料作分析 ,認為日本殖民政府的政治

力干涉 ,切斷了台灣與閩粵地區的連繫 ,民間信仰開始走上自立發展之路 。再加

上日本人導入許多純粹佛教的元素後 ,台灣民間信仰逐漸陶融成一個獨特的體系

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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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寺廟的統計數字中可發現一些現象 ,以袓籍神明為主祀的廟宇所佔比率下

降 ,而同時以釋迦牟尼及觀音菩薩為主祀的寺院大幅增長 ;原因可能是日據末期

總督府刻意阻隔寺廟與中國的連繫 ,或是移墾社會經較長期的發展後 ,對袓籍神

明的感情不如以往濃厚。此外 ,王世慶也提出另一觀點 ,認為袓籍神明廟宇數字

的增加率下降 ,是因為日本據台後 ,鄉村逐漸進入近代化 ,交通發達 ,工商業較

繁榮 、流動頻繁 ,使社會宗教活動更趨融合 .袓籍神明信仰不如往昔濃厚 ,而漸
以居住同一行政村里或鎮為其信仰社區中心妙 °以附圖一來說明 :在固一的祖

籍神總數曲線可明顯看出 ,在日據末期彈壓政策下 ,袓籍神明總數呈急速下降的

狀態 ,其中又以清水祖師、三官大帚為最明顯 ,其他如三山國王 、開漳聖王 、法

袓公等祖籍神明 ,雖然變化曲線不甚明顯 ,但從其總數來看 ,仍可看出袓籍神明

之重要性下降的趨勢 ,可見台灣民間信仰已擺脫閩粵原籍地的影響。
其次根據日據時期寺廟的統計數字 ,可以發現佛寺有極大量的增加 ,所謂佛

教寺院為釋迦牟尼及觀音菩薩寺院。由圖二可發渾 ,其中釋迦牟尼的增加最為急

驟。因為日據中期後 ,日 人對各民間信仰中心的寺廟之壓力加強 :為求自保 ,各

寺廟常托於日本佛教宗派 ,或改換主祀神 ,偽裝其為佛教寺院 ,導致佛教寺廟及
日人敬奉之佛教神明數量有大幅增加的趨勢。再以觀音菩薩信仰為例 ,觀音和媽

袓同為普植人心的全國性女神 ,以往觀音寺的地位通常次於媽袓廟 ,但 日據至光
復期間 ,觀音寺院的數量快速增加而且超越媽祖 ,原因與台灣總督府的宗教政策
相關 ,總督府對台灣的宗教政策大致上採 「抑道揚佛」的態度 ,視道教的祭祀行
為是 「迷信陋習」而加以壓制 ,同時並刻意導入日本佛教宗派 ,以控制台人的信
仰生活。

最鋒分析關聖帚君及福德正神的升降趨勢。由圖二發現 ,關聖帝君的曲線也
有逐漸上揚的趨勢 ,這可能與日據時期的工商業逐漸發達有關 ,因為民間相傳帳
簿為關公所創 ,而且關帝保有象徵 「信用、義氣」的形象 ,商人以關帚為尊 ,也

代表對自己的期許 ,所以民眾將之奉為商業守護神 ,隨著商業蓬勃發展 ,祭相關
聖帚君的信仰也逐漸擴大 。至於福德正神部分 ,雖然圖二中下降最明顯的曲線為
褔德正神 ,這可能與其社稷屬性有關 ,日 本為打破這種具地方結合性質的信仰 ,

對於福德正神廟的建置可能也會有所限制 ;不過另一種說法是 ,因為土地公廟遍
布較廣 ,有所謂 「田頭田尾土地公」,加上其規模通常較小的

「
三面壁」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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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統計人員常會有忽略或取捨標準不同的情形出現 :再者 ,由於其規模小 ,且

所謂的神格較低 ,常會因土地變更或破舊而改建 ,改為奉祀其他大神 ,所以根據

上述諸多原因 ,福德正神部分有時會因可信度較低而不予討論 。

透過長期寺廟數量的統計數字 ,分析其中的升降趨勢 ,發現在日據的五十年

中 ,有祖籍神地位下降的趨勢 、佛教寺院大幅上升的現象 。此不僅代表移民時間

已久 ,並表示在總督府的政策之下 ,原本充滿移民色彩的台灣民間信仰有轉型的

現象 ,漸漸脫離大陸原袓籍地的牽繫 。

、結 論

觀察長時期台灣民間信仰的發展情況 ,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移墾社會 、日

據時期 、戰後 。日據時期正處於此一過渡期 ,在此時期 ,台灣民間信仰因為總督

府宗教政策的變化 ,以及近代化造成的社會變遷 ,發展出一套不同於移墾社會的

民間信仰型態 。這種發展的變化表現在許多方面 ,如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 ,使得

原本迎神驅疫的習俗改變 ,原本帶有 「醫療性質」或 「瘟神性質」的神明 ,其功

能開始轉化 ,成為多功能的神明形象 ;又如繁榮的商業活動促使民間信仰的儀式

展現商業特質 ,迎神祭典成為舉辦商品特賣會的時機 :而暗商業活動的發展 ,使

迎神祭典的規模更大 、頻率更繁 ,台人知識份子不免憂心 ,欲極力改善lLL種浪費

的習俗 。至於總督府在此期間究竟扮演何種角色及何種態度 ,大致上在日據前

期 ,官方所持的態度是適度放任 ,偶而則希望給予 「導正」 ,日 據後期則因戰事

擴大 ,才對於台灣的宗教施予政治力的控制 ,但此並非表示 ,日 據前期民間的宗

教活動如此蓬勃的原因是總督府愚民政策的結果 ,筆者以為雖然有許多紀錄是官

方對於民間迎神的支持行動 ,但以此行為就將之歸為 「愚民」 ,倒不如將之視為

「順勢而行」,畢竟迎神祭典活動是台灣民來生活不可缺少的活動 ,隨著商業繁

榮 ,祭典規模自然會擴大 ,若總督府在此時採取強硬的禁止政策 ,反而會導致民

眾反彈 ,所以即使頻繁的祭典活動過於奢靡浪費 ,官方僅偶爾會給予些許的勸

導 ,或頒佈種種限制法令卻未切實執行。直至日據末期 ,台灣民間信仰才真正受

到政治力的影響 ,「 皇民化運動」下的諸項宗教政策 ,使民間信仰遭受衝擊 ,但

事實上卻未真正改變原來台灣民間信仰的內涵 ,檢討日據時期政治力究竟給予民

�祩�祤
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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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信仰何種程度的影響 ,我想政治力的影響必定少於社會變遷所帶來的影響 。

19巧 年後 ,台灣民間信仰解脫政治力的控制 ,擁有更大的包容空間 ,加上

激烈的社會文化變遷 ,如工商業發達 ,生活型態轉變 ,出現民間宗教十分勃興的

現象 ,而且越變越 「台灣化」 .其特徵有 :新的神格不斷出現 、寺廟建設傾向觀

光化 、祭典風格別開生面 、寺廟巡禮認真且私設神壇風行等現象
∞

。其次是國

民政府遷台後 ,其他省籍移民大批移入 ,及隨之而來的大批基督教各派的宣道人

員 ,在其強力的佈教組織及活動的發展之下 ,又為台灣宗教注入另一種內涵 ;但

新興宗教與傳統宗教皆能同時並存 ,未發生衝突的情形 ,所以台灣民間信仰的包

容性在光復後至今 ,可謂充分發揮 ,而且即使隨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 ,台灣民間

信仰的地位仍居高不下 ,影響許多人的生活 。

(本文作者為私立立人高中教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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